
题鄱阳湖
且勿论五湖谁最袁仅此泱泱袁可
一窥万里诗风袁九渊心迹曰
自宜收四象者奇袁惟斯振振袁曾
几度息通沧海袁秀挹匡庐遥

题岳阳楼
遍观南北名楼袁 谁有巴陵

气概钥蹑足而登袁莫惊扰君山宿
鹭袁霄汉游鸿遥纳八百里洞庭在
眼袁 何羡乎秋水长天袁 落霞孤
鹜曰 安慕之雾月烟花袁 白云黄
鹤遥凭一记垂芳袁二字已然开朗
抱曰

细数古今豪杰袁 此多华夏
精英遥回眸以望袁未消磨屈子笔
痕袁左公行迹遥揽几千年风物于
怀袁 盛赞也江声岳色袁 画意诗
情曰 更醉矣星光渔火袁 茶韵莲
香遥总四时绕梦袁三湘最喜展新
猷遥

题八里湖大桥
岂许波澜阻路途袁长桥横渡只须臾遥 飞车省却千支桨袁

放眼收来八里殊遥
气若苍龙出渊薮袁形同玉带串珍珠遥 贯通两翼成枢纽袁

左达潇湘右达吴遥

浣溪沙窑空军女飞行员余旭
银燕翻飞气浩然袁风骚独领半边天遥 几回追梦白云巅遥
正是青春花怒放袁任由开落两斑斓遥 芬芳尽注爱拳拳遥

八里城遗址
深宫可是居天子袁王气熙蒸犹未已遥 怯看巡城月似弓袁

惊闻逼夜风如矢遥
一班豪杰去遥遥袁几度霜笳吹靡靡遥 晴雨轮回八百年袁

江山复见龙腾起遥

金山岭长城
寂寞边关百战休袁霜天只有雁鸣秋遥 励兵文字砖头印袁

蹀血班痕石上留遥
不忍风声弹剑急袁宁听水曲似琴幽遥 凛然龙气今还在袁

独是难消故国愁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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钟宇

记者院 听说你较早以前就对文
学创作有着浓厚兴趣袁 并且自九十
年代开始涉足文坛袁 在各类杂志上
发表了不少小说尧散文尧诗歌等文学
作品遥 但后来怎么没有在现代文学
这条路上一直走下去袁 而更弦易曲
玩起了古典诗词及对联呢钥

钟宇院首先必须肯定的是袁文学
创作这条道路异常拥挤袁 有无数人
在摸爬滚打袁而真正能走在前列袁攀
登到一定高度的人不多袁尽管如此袁
我仍然没有退出这种角逐遥 与诗词
对联结缘袁并非是我的主观愿望袁也
没有事先规划袁 而是在一个偶然的
机会袁 接触到了对联袁 并且认识了
它袁喜欢上它遥 那是 2008年全国第
十一届冬季运动会向全国征集主题
口号的时候袁我的一条野银色冬运袁
金色梦想冶 的口号获得唯一的一等
奖袁并被冬运会采用为主题口号遥消
息公布后袁 当时也经常参加广告语
创作的同乡曾小云问起我袁 平时写
不写对联袁 因为一些广告语的对仗
关系与对联在某种程度上有些相
似遥我说没有写过袁而他恰好也是刚
刚接触对联袁 从此我们在对联的创
作上开始了共同的探索遥

记者院对联有何奥妙袁能让一个
人一直痴迷这么多年袁 乃至让你牺
牲了那么多现代文学创作的时间袁
专心于对联的研究和创作钥

钟宇院 在对一种事物还缺乏认
识时袁很难对它产生兴趣袁而当你深
入地了解它后袁 或许情况就完全不
一样了遥在我最初的印象中袁我误以
为对联仅是春节尧 婚庆时百姓门前
张贴的那种吉祥语袁 只需两边字数
一样便可谓之对联遥后来通过学习袁
才懂得了对联有那么多的讲究遥 对
联崇尚简洁尧精练袁若有一字多余袁
也会让它显得气韵旁泄袁 它具有高
度的概括性袁超乎想象的扩张力袁以
及让人兴奋的趣味性遥

记者院我的理解是袁你应该在诗
词对联创作的路上一边播种一边收
获袁若无收获很难坚持下去遥据说你
在全国诗词对联大赛中经常获奖袁
对联除了带给你快乐之外袁 还带来
了一定的经济上的收入袁 这是否成

了你在诗词对联道路上越走越宽的
动力钥

钟宇院 参加大赛固然能获得一
些实惠袁 但这不是我热爱诗词对联
的唯一理由遥诗词对联是中华国粹袁
这种传统文化必须要有人去传承袁
现在袁 国家也有相关的政策对我国
传统文化进行传承和保护遥 而在偌
大的文学圈袁 真正对传统文化有兴
趣的人占比非常有限袁 既然自己有
这方面的兴趣袁 为什么不把它当作
是一种既快乐又有利于光大传统文
化的事业去做呢钥 而参加诗词对联
大赛袁只能抱着娱乐的心态去做袁获
奖了袁 只能说明你的作品得到了业
内人士的认可袁未获奖袁也没必要怀
疑自己付出的努力是否徒劳遥

记者院你获得了那么多的奖项袁
印象最深刻的获奖是哪一次钥

钟宇院应该是野周村烧饼海内外
征联冶的那次遥 通常情况下袁一位作
者在同一赛事中袁 一般只获一个奖
项袁而那次因为评委一致打破常规袁
让我一人独得一尧二等奖两个奖项遥
这在我的参赛历史中袁 是绝无仅有
的遥在全国的诸多赛事中也不多见遥
当然袁 这并不代表我的对联写得有
多好袁也许只是在这个赛事中袁比众
多的作品略显突出袁 更符合主办方
的征集要求遥为此袁我还专门为这次
征联撰写了一篇获奖感言袁 发表于
中国楹联学会主办的 叶对联曳 杂志
上遥

记者院据说袁你除了自己创作诗
词对联外袁 还经常被邀请参加对联
征集大赛的评审工作袁 这是不是标
志着你的对联创作水平达到了一定
高度袁并获得了业内人士的认可钥因
为能对作品进行评审袁 除有创作能
力之外袁还具有一定的鉴赏能力袁评
出来的结果才能服众遥

钟宇院是的袁有幸曾两度参加央
视春晚征联大赛评审工作袁 还应邀
前往长沙参加了由国家文化部和湖
南省文化厅联合主办的 野第二届中
国百诗百联大赛冶评审工作遥就在今
年 8月初袁受井冈山楹联学会邀请袁
参加了 野纪念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
建九十周年耶红色楹联爷全国大赛冶

的评审遥 其实诗词对联的圈子并不
是很大袁 有一定知名度的作者几乎
相互间都知道袁 并且都有被邀请去
当评委的可能性遥 主办方请你当评
委袁首先是对你人品和水平的认可袁
当然同时对评委的人品和水平也是
一种考验遥如果舞弊袁对主办方和本
人的声誉都会造成损害袁 以后谁也
不敢再请你遥所以袁当主办方确定请
我当评委时袁 我不会事先把这个消
息告诉圈内的任何朋友袁 以免大赛
的公正性受到破坏遥

记者院 你现在是不是只专注于
诗词对联的创作袁 对现代文学几乎
不再涉及钥

钟宇院也不完全是袁有时也偶尔
写写散文随笔袁就在上半年袁还发表
了一篇题为叶父亲的鼓点曳的散文在
叶福建日报曳野武夷山下冶副刊袁上个
月还发表了现代诗 叶长征出发纪念
碑曳在解放军报野长征冶副刊遥古典文
学与现代文学并不冲突袁 上次中国
作家协会 叶中国诗歌网曳尧叶解放军
报曳联合主办的野军旅情窑强军梦冶全
国诗歌征文颁奖会时袁 我作为获奖
者参加了颁奖活动袁 我的获奖作品
是格律诗袁 活动中有一位获奖作者
问我袁你怎么想起来写格律诗呢钥他
说袁格律诗到唐朝是鼎盛时期袁你现
在写格律诗怎么也不可能超越唐
人袁还有写的必要吗钥听起来似乎很
有道理袁而我个人认为袁格律诗只是
一种文学体裁袁体裁不变袁而内容是
在不断发展变化的袁 今人固然写不
来唐人那种句子袁 但今天有今天的
时代特色袁老瓶装新醋又有何不可钥
搞小说的袁可能也很难写出超越叶红
楼梦曳的作品袁但不能因此而罢手小
说创作吧钥

记者院谢谢你谈了这么多袁使我
对诗词对联的创作有了更深的了
解袁你打算一直坚持下去吗钥

钟宇院必须坚持袁在进行诗词对
联创作之前要做足很多功课袁 如果
现在不写了袁 那这么多年来的学习
就等于毫无意义遥 不仅我自己会坚
持袁我还希望有更多的文学爱好者袁
加入到诗词对联的创作队伍中来袁
这样袁 往后在诗词对联的道路上就
不再是踽踽独行了遥

钟宇袁九堡人袁中楹联学会会
员袁 中华对联文化研究院研究员遥
爱好诗词联赋袁参加全国诗词联赋
大赛获奖 400余次遥 有对联作品发
表在叶人民日报曳尧在央视野时代楷
模冶发布厅展示曰有人物小传尧对联
发表在叶党建曳杂志尧叶光明日报曳等
刊遥 有部分作品镌刻尧悬挂尧收藏于
国内一些名胜景区遥

重要奖项
绎诗词获中宣部野书写核心价值观袁送

您平安吉祥冶新春诗词歌赋征集三等奖曰

绎诗词获中国作家协会叶中国诗歌
网曳尧叶解放军报曳主办的野军旅情窑强军梦冶
全国诗歌大赛三等奖曰

绎诗词获野大美九江窑最美新区冶八里
湖首届九派诗会征稿三等奖曰

绎诗词获浙江省野浪漫山川冶全国诗联
大赛二等奖曰

绎对联获中宣部宣教局尧中国楹联学
会共同主办的野百诗百联颂党恩冶楹联诗词
征集二等奖曰

绎对联获中国楹联学会主办的野农圣
杯冶寿光国际蔬菜博览会全国征联一等奖曰

绎对联获野东平湖杯冶中华泰山全国楹
联大赛一等奖曰

绎对联获云南省楹学会主办的娜姑镇
全国楹联大赛一等奖曰

绎对联获上海市楹联学会主办的老西
门春联征集二等奖曰

绎对联获中国楹联学会主办的野墨缘
关帝袁和谐两岸冶全国征联三等奖曰

绎辞赋叶东山阁赋曳在广西省岑溪市东
山公园采用并刻石遥

别有蹊径到桃源
要要要诗词对联作手钟宇访谈

阴本报记者温云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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